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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也有“脾气”

为什么要灭蚊？省疾控中心热
带病与慢性病防控所病媒生物防治
室主任孙定炜告诉记者，蚊子是可怕
的疾病传播者，可引发登革热、疟疾、
流行性乙脑、黄热病、淋巴丝虫病、寨
卡等多种流行疾病的传播。有报道
显示，蚊子传播的疾病至少有80多
种。

说起蚊子，相信很多人跟它“对
战”过无数回合，但你是否知道不同种
类的蚊子也有着不同的“脾气”：有的
孳生在清水周围，有的则专门扎根在
臭水沟附近，而有的更喜欢生活在家
附近的容器里……而且不同种类的蚊
子传播的疾病也各有不同。

“海南分布较多的蚊种是致倦库
蚊、白纹伊蚊等。”孙定炜介绍，海南
主要的传病蚊种有大劣按蚊、微小按
蚊、致倦库蚊、三带喙库蚊、白纹伊蚊
和埃及伊蚊等。大劣按蚊主要生活
在山区，微小按蚊主要在丘陵地区，
城市里主要有致倦库蚊、白纹伊蚊，
而农村主要有三带喙库蚊和白纹伊
蚊。

“不同蚊种传播的疾病也不同。”
孙定炜说，大劣按蚊是传播疟疾的媒
介，主要分布在海南中部山区；微小按
蚊也是重要的传疟媒介；致倦库蚊是
班氏丝虫病的主要媒介之一；三带喙
库蚊是乙型脑炎的主要媒介；登革热
的传播媒介是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
俗称“花蚊子”。

小小蚊子毒性大 可传播80多种疾病

蚊子为什么总咬你
■ 本报记者 马珂

我国传播登革热的伊蚊
主要是白纹伊蚊，分布在南起
海南岛，北至辽宁南部，西至
陕西宝鸡的辽阔地域。与人
们的活动时间一致，日出前后
和日落时分是它们叮咬的高
峰时段，可谓“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白纹伊蚊的幼虫喜好
洁净的水，社区内的树洞、石
穴、积水轮胎，废弃的碗、盒，
存接水的瓶瓶罐罐，丛生植物
的叶腋等，都是它们繁衍后代
的温床。

埃及伊蚊在我国主要分
布在海南省沿海市县及火山
岩地区、广东省雷州半岛、云
南省的边境地区和台湾南
部，尽管分布局限，但它对登
革热的传播能力强于白纹伊
蚊。埃及伊蚊除了在早晨和
近黄昏有叮咬高峰外，整个
白天都会活跃地吸血。与白
纹伊蚊相比，埃及伊蚊与人
类更为“亲近”，喜欢与人类
共居一室，我们家中的饮用
贮水缸、水培植物、花盆托、
腌菜坛等都是它们繁衍后代
的温床。

伊蚊一般出现在
哪些场所？

白纹伊蚊多栖息在孳生
场所附近，在室外主要栖息在
阴暗避风处，如缸、罐、坛的内
壁，工地积水的基槽内壁；在

室内则倾向于停留在墙上、桌
椅和床下、悬挂的衣服上等。

埃及伊蚊是典型的“家
蚊”，主要栖息在室内避风阴
暗处，如水缸脚、碗柜背后、卧
室床底、墙角、蚊帐等处，悬挂
的有汗渍的黑衣服，更受它们
喜爱。

减少伊蚊孳生
我能做什么？

伊蚊喜欢在人类家中和
附近栖息，为减少孳生，我们
该采用多种手段清除孳生地：

1. 翻盆倒罐，清理住家及

周围各类无用积水

2. 保持住家及周围环境

卫生整洁,清除各种卫生死角
和垃圾

3. 人、畜饮用水容器或

其他有用积水容器4天彻底
换水一次

4. 家中减少种养水生植

物，已种养的容器4天彻底换
水一次

5. 住家及周围景观水

体，可放养观赏鱼或本地种类
食蚊鱼

6. 轮胎整齐存于室内或

避雨场所，堆室外用防雨布严
密遮盖，户外废弃轮胎打孔，
难以清除积水轮胎用双硫磷
灭幼蚊

7. 住家周围外环境植被

可用卫生杀虫剂灭伊蚊成蚊

牙菌斑是引起蛀牙、牙结石、
牙龈炎、牙周炎的罪魁祸首。牙菌
斑是由口腔内剩余食物残渣与细
菌反应形成的，肉眼无法看见，在
牙刷刷不到的地方，长期聚集钙化
沉积变成牙结石，而这些牙结石是
无法通过刷牙清除干净的，只能通
过洁牙（洗牙）清除干净。

洗牙有哪些好处？

1.洗牙可预防龋齿
牙菌斑和其他沉淀物依附于

牙齿表面，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注重
牙齿的清洁，容易形成龋齿，造成
美观影响，而洗牙就是为了洗掉牙
齿的污垢，给牙齿带来健康。

2.洗牙可预防牙周病
洗牙可以去除诱发牙周病的

细菌，达到预防牙周病的目的。
3.洗牙可发现口腔问题

便于及时发现口腔问题进行
处理，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4.洗牙可防止口臭
研究表明，不洗牙的人中大约

有85%的人患有口臭。良好的口
腔卫生是预防口臭必不可少的第
一步。

5.洗牙回报大
洗牙可以将有害菌扼杀在摇篮

里，能预防和治疗牙龈炎、牙周炎。
若不洗牙，病菌滋生引发龋

齿、牙龈炎、牙周炎等口腔疾病，
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后期的
修复费用则远超洗牙费用，不仅
侵害到身体的健康，还因为疼痛
和治疗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得不偿失。

洗牙出血属正常情况，若机器
消毒不到位，则容易造成细菌传染
引发并发症，因此，洗牙需到专业、
正规的医院进行。

■ 本报记者 马珂

近期，省中医药管理局统一部署，全省各市县
积极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
《中医药法》）宣传月活动，以实际行动深入推广
《中医药法》，提升民众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增进
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和认同。

据了解，《中医药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
体现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根本大法，在中医药事
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是开展中医
药工作的基本遵循和依据，于2017年7月1日正
式实施。《中医药法》实施3年来，中医药法规体系
不断健全完善，配套制度逐步落实，中医药服务领
域得到进一步拓宽，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及
服务体系进一步得到法律保障。

海口市卫健委对做好《中医药法》实施三周年
宣传活动高度重视，通过举办中医健康知识讲座、
开展宣传义诊活动等多种方式宣传《中医药法》知
识，让广大市民更便捷地了解《中医药法》，普及推
广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

《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以来，琼海市完善保障
措施，改善中医药服务，加强人才培养，强化中医
药保护与发展，扩大中医药科学研究，促进中医药
传承与文化传播，有效促进琼海市中医药事业发
展。琼海市卫健委联合琼海市中医院组织了以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主题的大型惠民义诊活
动。中医专家们通过号脉、问诊，并运用推拿、针
灸、按摩等中医疗法，为老百姓现场诊疗颈椎病、
腰椎病、关节疼痛、肢体麻木等疾病。专家们还耐
心为他们讲解中医保健、饮食养生、日常调理等中
医小常识，引导广大群众了解中医药，喜爱中医
药，倡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并向群众
宣传《中医药法》，耐心地为居民答疑解惑，现场气
氛热烈。

文昌市卫健委组织文昌市人民医院、文昌市
中医院、各基层卫生院在各辖区同步开展《中医药
法》宣传、中医义诊、“三伏贴”“针灸”等体验活
动。针对群众咨询的常见病、多发病，从中医药养
生保健知识方面进行了预防、保健和治疗的讲解,
使广大群众对《中医药法》有了更深认识，同时对
中医预防、保健及治疗各类常见病、多发病有了更
详细了解。

五指山市卫健委组织五指山市中医院医护人
员进村进行《中医药法》宣传、义诊发放药品活
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详细询问患者病史、身体
状况和日常生活，因病施治。

三亚市在开展《中医药法》宣传活动的同时，
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如义诊活动时人员
要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排队有序进行；工作
人员发放宣传折页、张贴海报等也要佩戴口罩，并
及时按要求洗手等，确保宣传防控两手抓。

本报讯 （记者马珂）海南日报记者从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928医院了解到，目前一项新技
术——无充气腋窝入路腔镜下甲状腺肿瘤切除
术在该院落户，市民做甲状腺手术后，不用再担
心手术后颈部留疤，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
疗资源。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28医院普通外科团
队主任吴维敏介绍，近年来甲状腺癌发病率持
续上升，患者中以年轻女性居多，然而传统的开
放式甲状腺手术会在颈部留下大小不等的“疙
瘩”，不仅难看，还会产生吞咽联动现象，出现颈
部不适感，使许多人望而生畏，一些爱美人士甚
至拒绝手术，延误病情。该院不断开展技术创
新，在确保甲状腺治疗质量同时，致力于让伤口
更“隐身”，解决了患者的后顾之忧，甲状腺疾病
患者不出岛也能享受到国内大城市的品质医疗
技术服务。目前已有5名患者享受到这项优质
医疗服务，手术效果良好。

据悉，该项手术是一项经无充气腋窝入路的
腔镜甲状腺手术。手术时，在腋下顺着皮肤皱
纹取一个大小为4cm的切口，利用胸大肌和颈
部的潜在腔隙完成甲状腺肿瘤的切除及淋巴结
的清扫。就好比给“折翼”的甲状腺装上了隐形
的翅膀。目前，无充气腋窝入路腔镜下甲状腺
手术相比传统开放手术、经胸乳或者全乳晕入
路腔镜手术的独特优势，已备受国内外甲状腺
医疗界的关注和推广。

我省开展《中医药法》
宣传月活动

甲状腺肿瘤切除新技术

让疤痕“隐身”

定期洗牙好处多
不推荐

◆驱蚊草

有效成分太少、浓度太
低，效果不佳

◆驱蚊声波

据说能赶走叮人的雌
蚊，实验证明效果极为有限

◆驱蚊手环

有效范围太小，有效时
间太短

◆传统蚊香

产生粉尘和 pm2.5 微
粒，可能导致呼吸道损伤

（侯赛辑）

最有效

●避蚊胺
驱蚊效果好，持续时间

长，可以直接涂抹在皮肤上
（有损伤衣物的风险，2

个月以下婴儿不宜使用，儿
童使用浓度不宜超过30%）

●埃卡瑞丁
很温和，对皮肤刺激小，

不会损伤衣物
（2个月以下婴儿不宜使用，

儿童使用浓度不宜超过20%)
●驱蚊酯/伊默宁
较温和，对皮肤刺激小
(有损伤衣物的风险，2

个月以下婴儿不宜使用)
●拟除虫菊酯
广谱杀虫剂
（有一定毒性，不可长期

接触，儿童慎用）
●柠檬桉叶油
天然驱蚊剂
(有皮肤过敏风险，3岁以

下儿童不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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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灭蚊灯和驱蚊手环成为很多
家庭驱蚊灭蚊的选择，然而这种方
式真的有效吗？孙定炜称，市面上
还有一种紫外线灭蚊灯，它使用的
是UV光谱里的长波紫外线，即
UV-A，其波长范围为 315-400

纳米，日光中也含有大量的UV-
A。大多数昆虫的视网膜对这个范
围波长的紫外线非常敏感，于是人
们就利用这个原理诱导蚊虫，再用
高压电将其消灭。但越来越多的研
究证实，紫外线灭蚊灯并不能高效
灭蚊，其杀死的虫子中只有极少数
是蚊子，这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不
吸血的雄蚊。另外，市面上很多驱
蚊手环里放有一些驱蚊药，但驱蚊
药挥发较快，驱蚊效果甚微。

对付神出鬼没的蚊子，真正有
效的驱蚊方法还是蚊香、驱蚊液，

以及蚊帐、纱窗等物理方法。
孙定炜称，合格杀虫剂如电热

蚊香液是非常直接有效的，购买正
规产品并且看清说明书注意事项
就好。另外，在登革热高发区，需
要穿长衣长裤进行物理防护，也可
以在皮肤或衣服表面涂抹含避蚊
胺、香茅油等成分的花露水、驱蚊
液等。

此外，从根本上防蚊，还要从
我们的居住环境入手，及时清理下
水道、瓶瓶罐罐等处的积水，彻底
清除蚊虫孳生地。

健康周刊广告联系：
18976640822
投稿邮箱：

110796597@qq.com

？
随着登革热高发期的到来，全省爱国卫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登革热防控工作的

核心就是防蚊灭蚊。
我们对蚊子并不陌生，但你真的了解它们吗？你是否知道，这些每天环绕周围的小小蚊子，

竟能传播80多种疾病？你是否了解它们专门喜欢叮咬哪类人群？市面上的灭蚊灯和驱蚊手环是
否应该列入你的防蚊战蚊“武器”清单？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疾控中心有关专家。

蚊子“偏爱”三类人

传统驱蚊方法更有效

本版制图/许丽

驱蚊方法

3

1 2

海
口
市
人
民
公
园
内
专
业
消
杀
队
员
深

入
绿
化
区
域
开
展
消
杀
工
作
。

本
报
记
者

李
天
平

摄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15分 印完：5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不同蚊子有不同喜好，例如致
倦库蚊喜欢脏水，下水道是它们最
爱的地方。这种蚊子又被称为家
蚊，经常晚上咬人。而海南的伊蚊
俗称“花斑蚊”，这种蚊子喜欢干净
的水和室内外小型积水容器，一般
在白天叮咬人，活动高峰期在日出
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

其实并非所有蚊子都吸血，吸
人血的只是雌蚊。雌蚊吸血，是为
了得到血中蛋白质滋养卵巢，因此
雌蚊的唾液会分泌一种类似抗凝

血剂的有机酸，使血液不会凝固，
但是留在人皮肤上的有机酸是外
来物质，有些人便会产生过敏现
象，比如痒、肿。

生活中，总有人特别招蚊子喜
欢，一群人在一起时，被咬的总是
他。有人将原因归结于血型，有人
更是无奈一笑称自己“血甜”。其实，
蚊子青睐的被咬者是有共同点的。

孙定炜称，首先蚊子更偏向于
叮咬爱出汗和体温高的人，汗液等
分泌物是会被蚊子感知的,很容易

吸引蚊子,所以
平时经常出汗而
且体温比较高的
人更容易吸引蚊
子；其次，蚊子更偏向
于叮咬着深颜色服装的
人，因为蚊子会对颜色深的物体比
较敏感；第三，蚊子对二氧化碳气流
比较敏感，所以平时呼出二氧化碳
很多的人也会容易招蚊子，比如运
动过后，所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
这样也容易成为蚊子叮咬的对象。

聚焦


